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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基于行为的城市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中的

交通现象， 进而科学地制订交通控制措施和管理政策。 由于城市交通涉及人、 车、 路和交

通运行环境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具有动态性、 随机性和复杂性三大特点， 因而其相关科

学问题的研究极具挑战性。 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 项目组突破传统理论的限制， 在基于行

为的城市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与数值计算方面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的、 填补国际空白的基础

研究成果。 在深入理解复杂交通行为的基础上， 建立了新的交通流时空分布数学模型， 设

计了适用于大型网络交通流数学模型的数值计算方法， 解决了一些国际公认的难题， 加深

了人们对复杂城市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的认识。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处于该领域当今国际学

术研究的领先水平。 成果不仅对建立现代交通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而

且具有很强的潜在应用价值， 并对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１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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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简介

１ 主要研究内容

（１） 网络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构建了城市交通网络中多车种运量分布与分配的组合模型， 解决了国际上城市交通规划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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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中各阶段之间不相容这一严重缺陷； 在充分考虑公交工具实际承载能力的基础上， 建立了拥挤

条件下公交车最优发车频率设计及均衡配流模型； 运用对偶理论将边际成本定价理论成功地推广到

一般结构网络中， 解决了多准则、 多类别用户交通流运行中通过匿名拥挤收费实现系统最优的难题；

将道路网络备用能力的概念首先应用于城市交通网络设计问题， 明确避免了交通网络设计中著名的

能力诡异现象； 建立了不同路网拓扑结构与交通流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部分解决了城市交通网络承

载能力研究的难题。

（２） 网络交通流分配的算法设计与数值计算研究

为一大类网络交通流组合配流模型设计了基于非单调技术和出发点分解技术的算法， 大大提高

了计算效率； 提出了求解大规模离散交通网络设计问题 （Ｄ－ＮＤＰ） 的支撑函数法， 该方法被国际同

行视为是当今国际上四个求解 Ｄ－ＮＤＰ 问题最有效的算法之一。

（３） 道路交通流的时空演化规律研究

建立了能描述道路交通流复杂动态特性的理论模型； 探讨了城市道路交通流的各种实测现象中

蕴含的非线性动力学特性； 揭示了不同条件下道路交通流的时空演化规律。

（４） 实证研究

以项目组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 组织实施了对北京市典型区域的数据调查， 并结合理论

研究成果进行了数值计算与仿真、 结果分析等。

２ 科学价值

项目组突破传统理论的限制， 在基于行为的城市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与数值计算方面取得了一

批原创性的、 填补国际空白的基础研究成果。 在深入理解复杂交通行为的基础上， 建立了新的交通

流时空分布数学模型， 设计了适用于大型网络交通流数学模型的数值计算方法， 解决了一些国际公

认的难题， 加深了人们对复杂城市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的认识。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处于该领域当今

国际学术研究的领先水平。 成果不仅对建立现代交通科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而且

具有很强的潜在应用价值， 并对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该项目

于 ２０１１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３ 同行引用评价情况

本项目共发表 ＳＣＩ检索的国际期刊论文 ９７篇， 其中 ３１篇论文发表在国际交通科学与技术领域排名

第一的学术期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 Ｂ上， 截止到 ２０１１年 ２月份， 他引 ２４８３次， ＳＣＩ他引 １１１７

次； 出版专著 ４部； 获国家发明专利 ３项； 获省部级奖励 ４项 （项目组成员均为第一和主要完成人， 其

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１项， 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１项， 二等奖 １项，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２项）。 成果自发表以来， 受到国际上许多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获得巨大反响， 并在国际上引出了一

系列的后续研究， 有些模型与算法已经被嵌入国际著名交通软件中。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Ａｌｌｓｏｐ教授等

认为： “项目组研究成果在交通工程数学建模及应用方面达到最高水平， 是本世纪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

术前沿做出的创造性研究成果的杰出代表， 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在相关领域极具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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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重要发现

研究基于行为的城市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中的交通现象， 进而科

学地制定交通控制措施和管理政策。 由于城市交通涉及人、 车、 路和交通运行环境四者之间的相互

作用， 具有动态性、 随机性和复杂性三大特点， 因而其相关科学问题的研究极具挑战性。 正如国际

著名学者盖博·奥罗兹 （ＧáｂｏｒＯｒｏｓｚ）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出版的英国 《皇家学会自然科学会刊 Ａ 辑》

上指出的 “越来越明显地可以看到， 车流与牛顿宇宙中的任何流动都不一样。” 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

在于， 车流具有高度的 “智能性”、 异质性， 同时车流会遇到各种指示牌、 红绿灯、 交叉路口， 并受

到各种交通管理控制措施的影响。 项目组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 在基于行为的城市交通流的时空分

布规律与数值计算方面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 突破了传统理论的限制。 在深入理解复

杂交通行为的基础上， 建立了新的交通流时空分布数学模型， 设计了适用于大型网络交通流数学模

型的数值计算方法， 解决了一些国际公认的难题， 加深了人们对复杂城市交通流时空分布规律的认

识。 取得的重要科学发现如下：

１ 城市交通网络中运量分布与运量分配的多车种组合模型与实证研究。 ［代表性论文是 １和 ８］

城市交通规划的四阶段理论被广泛使用， 但各阶段之间的不相容性是该理论的一个严重缺陷，

如何解决这个缺陷成为国际上的公认难题。 项目组成功地找到了可正则化的路段阻抗函数， 导出了

运量分布与运量分配的多车种组合模型， 得到了一致性的分车种路段流量和 ＯＤ矩阵， 解决了国际上

城市交通规划四阶段理论中出现的不相容问题。 新模型不仅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 同时也被国际

著名交通软件 （ＥＭＭＥ ／ ２） 所采用 （该软件目前已被 ５０多个国家 ６００多个机构所使用）。

新的路段阻抗函数是 ｃｍａ ＝ ｂｍ
０ ｔａ （ｘａ） ＋Σ ｌｂｍ

ｌ ｄｌ
ａ， 式中 ｂｍ

０ 是用户 ｍ 的时间价值， ｄｌ
ａ 是路段 ａ 的第 ｌ

个固定成本因素， 包括距离等影响出行决策的因素， ｂｍ
ｌ 是每单位 ｄｌ

ａ 对用户 ｍ 的价值， ｔａ （ｘａ） 是路

段行驶时间函数， 为体现拥挤效应， ｔａ （ｘａ） 应是路段流量 ｘａ 的升函数。

正则化的成本函数是 ｃ′ｍａ （ｘａ） ＝ ｔａ （ｘａ） ＋Σ ｌ （ｂｍ
ｌ ／ ｂｍ

ｏ ） ｄｌ
ａ。 我们发现， 只有将路段阻抗函数正则

化之后， 才可以找到等价的数学规划模型， 我们证明出此数学规划问题的最优解等价于在正则化成

本定义上的 Ｗａｒｄｒｏｐ用户均衡条件， 且 ＯＤ阵服从引力分布规律， 这个等价数学规划模型是：

约束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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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 ｔｍｉｊ 是用户 ｍ 在 ＯＤ对 （ ｉ， ｊ） 之间的交通需求， ｇｍ
ｉ 是 ｉ 小区的交通产生量， ｅｍｊ 是 ｊ 小区的交通

吸收量， ｈｍ
ｐｉｊ是用户 ｍ 在连接 ＯＤ 对 （ ｉ， ｊ） 的路径 ｐ 上的流量， ｘｍ

ａ 是用户 ｍ 在路段 ａ 上的流量。 有

意思的是， 从上述数学规划问题的最优性条件中可以推导出服从引力分布规律的 ＯＤ 阵， 即 ｔｍｉｊ ＝

ｒｍｉ Ｓｍ
ｊ ｅｘｐ （－αｍｕｍ

ｉｊ ）， 其中 ｕｍ
ｉｊ 是均衡状态下用户 ｍ 从 ｉ 至 ｊ 的正则成本， ｒｍｉ 和 ｓｍｊ 分别是与第一和第二

个约束的拉氏算子相关的参数。

项目组组织实施了对北京市典型区域的数据调查， 并结合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数值计算与仿真、

结果分析等。 （见附件）

２ 城市交通网络设计问题的建模与高效求解算法。 ［代表性论文是 ２和 ５］

由于包含大量 ０－１ 变量的非线性双层混合整数规划问题的求解非常困难， 离散网络设计问题

（Ｄ－ＮＤＰ） 的求解一直被认为是交通领域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项目组为一大类组合配流模

型设计了基于非单调技术和出发点分解技术的算法， 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 其中， 项目组提出的求

解 Ｄ－ＮＤＰ 的支撑函数法， 被国际同行视为是当今国际上四个求解 Ｄ－ＮＤＰ 问题最有效的算法之一

（其他 ３种国际上著名的经典算法分别为分支定界法、 拉格朗日松弛法和对偶下降法）。

支撑函数法利用支撑函数的概念描述增加的流量和已有网络中的新增路段之间的关系。

离散网络设计问题的双层规划模型可以描述如下：

其中 ｘ是 ｕ的隐函数， 由下层规划问题得到； ｃａ 是路段 ａ 的建设费用； Ｂ 是总投资预算。

下层固定需求条件下的优化问题可以表达如下：

定义 ， 我们得到下层问题的支撑函数：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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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的求解算法如下：

第一步： 初始化 ｕ′∈Ｕ ， 并令 ｎ＝ １。 根据 ｕ１ 求解下层问题 （Ｌ１） 得到 ｘ１， ω１， 并且得到支撑函

数 ξ１ （ｕ， ω１） 。 设置当前上限 ＵＢＤ＝ξ１ （ｕ１， ω１）。 给定误差限 ε≤０。

第二步： 求解问题

（ｕ^， μ^Ｂ） 是优化问题的解。 令 （Ｕ１） 的下限 ＬＢＤ＝ μ^Ｂ， 如果 ＵＢＤ－ＬＢＤ≤ε则停止。

第三步： 求解下层问题， 可以得到优化解 ｘ^， 以及优化乘子向量 ω^ 和支撑函数ξｎ （ ｕ^， ω^）。 更新

上限 ＵＢＤ＝ｍｉｎ ｛ＵＢＤ， ξｎ （ｕ^， ω^） ｝， 如果满足收敛条件 ＵＢＤ－ＬＢＤ≤ε 则停止， 否则； 令 ｎ ＝ ｎ＋１，

ωｎ ＝ ω^继续进行迭代。

可以证明： 对任意给定 ε≥０， 上述算法将在有限的迭代次数内达到收敛。

项目组还将道路网络备用能力的概念首先应用于城市交通网络设计问题， 构建的模型可以明确

避免交通网络设计中著名的能力诡异现象。

３ 城市交通网络动态均衡配流模型。 ［代表性论文是 ３］

智能交通系统涉及许多技术领域， 但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动态交通分配模型及算法。 实现向车

辆提供实时、 最优的交通信息并诱导交通流， 取决于模型的真实性及求解算法的快速有效性。 城市

交通网络动态均衡配流模型是当今国际上关于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热点与难点。 项目组通过采用变

分不等式的方法， 首先在城市交通网络上建立了离散的动态均衡交通分配模型， 该模型允许出行者

对路径和出发时间同时进行选择。 证明了动态均衡解的存在性， 完成了稳定性分析， 进而设计了

Ｓｗａｐｐｉｎｇ算法用于求解所提出的模型。 算例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快速收敛的特点。 该模型较以往的

动态交通分配模型更能真实地反映车流在路网上的动态演化。

对出发时间和路径同时进行决策的离散动态均衡模型：

下面的定理保证车辆的运动满足先进先出 （ＦＩＦＯ） 特性：

定理 １： 由代表作 ３中的公式 （１１） 和 （１４） 式计算出的动态路段旅行时间保证了先进先出原

则， 即先到达的车辆先离开路段。

路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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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右边的第二项是出行者的早到 ／迟到惩罚， 第一项是 ｎｅｓｔｅｄ 结构的从 ｒ 小区至 ｓ 小区的行驶时间

（针对时段 ｋ 内出发、 选择路径 ｐ 的车辆）。 我们证明路径成本函数是连续的， 从而完成动态均衡解

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分析， 进而设计出模型的求解算法。

４ 拥挤条件下公交车最优发车频率设计及均衡配流模型。 ［代表性论文是 ４， 以及相关论文：

Ｌａｍ Ｗ． Ｈ． Ｋ．， Ｇａｏ Ｚ． Ｙ．， Ｃｈａｎ Ｋ． Ｓ．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Ｂ ３３： ３５１ － ３６８，

１９９９］

现有的公共交通配流模型为了可解的目的， 一般都假设公交工具具有无限的承载能力， 这个假

设显然不合理，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一直是国际上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项目组在充分考虑公交

工具实际承载能力的基础上， 同时考虑了乘客在公交站的等待时间及需转乘车次等因素， 构建了拥

挤条件下公交车最优发车频率及公交均衡配流的优化模型。 当公交路段达到能力限制时， 可以证明

该数学规划模型的拉格朗日乘子等价于均衡拥挤公交网络中的乘客超载延迟， 该模型同时可以预测

乘客如何选择最优公交路线、 路径以及估计乘客总出行费用。 从而解决了公交工具能力受限的公交

车最优发车频率设计及均衡配流的难题。

１） 公交车网络最优频率设计问题的双层规划模型：

其中 Ｖｓ （ｆ） 由下层问题得到

上层令网络内的全部出行成本和调整公交频率所引起的开支的和最小， 下层用变分不等式表达公交

路线的均衡选择行为。

２） 拥挤条件下随机用户公交配流的数学模型：

性质 １： 当且仅当路段约束 ｖ≤ｋ的拉格朗日乘子 ｍ＝ －θｄ 时， 问题 （Ｐ２） 满足带瓶颈的随机用

户均衡公交分配平衡条件。 其中 为乘客等待延误时间。

我们给出了求解随机用户均衡公交配流问题的算法， 并证明出算法将在有限的迭代次数内达到

收敛。

５ 网络条件下系统最优的拥挤收费模型。 ［代表性论文是 ６， 以及相关论文： Ｙａｎｇ Ｈ． ａｎｄ Ｌａｍ

Ｗ． Ｈ． Ｋ．，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Ａ ３０ （５）： ３１９－３３２， １９９６］

如何确定拥挤收费水平是交通需求管理系统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 国际上有关边际成本定价的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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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直停留在单个路段层次而无法推进至整个路网层次， 严重阻碍了拥挤收费理论的实践进程。

项目组应用对偶理论， 将针对单条道路的边际成本定价理论推广至一般结构的拥挤城市交通网络中，

导出了网络条件下系统最优的拥挤收费模型， 从而解决了实现多准则、 多用户类别系统最优的匿名

拥挤收费难题。

数学模型的目标是使网络的净收益最大化， 即：

式中， Ｄ－１ｗ 是 ＯＤ对 ｗ 之间的逆需求函数， ｆｗｒ 是路径 ｒ 上的流量， 这里路段流量定义为：

可以推导出上述模型的最优性条件：

网络结构下的边际定价就是：

图： 分段处理自由流和堵塞流示意图 图： 车辆平均出行成本与交通流量关系图

这个结果十分简洁和漂亮， 发表之后引起不小的惊奇， 原以为边际成本定价理论推广到一般结构网

络中将非常复杂和困难， 没想到竟然是如此简单！ 这项研究中， 我们还提出了分段处理自由流和堵

塞流的办法。 在后续研究中， 我们引入确定性排队理论研究动态收费问题， 成功地解决了瓶颈能力

响应交通需求变化的描述难题， 利用极大值原理推导出最佳的拥挤收费水平， 还发现排队没有必要

完全被消除， 为动态收费管理信息系统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６ 城市交通网络拓扑结构与交通流量相关关系研究。 ［代表性论文是 ７， 以及相关论文： Ｗｕ Ｊ．

Ｊ， Ｇａｏ Ｚ． Ｙ．， Ｓｕｎ Ｈ． Ｊ．，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Ｅ ７４ （６）： ０６６１１１， ２００６］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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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城市交通网络的拓扑结构可以承载更大的

交通流量， 一直是交通科学与工程界关注和公认的

难点， 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微观角度对路网的

局部结构进行规划与设计， 从宏观角度研究路网拓

扑结构与交通承载能力之间关系方面国际上一直没

有进展。 项目组基于复杂网络及行为科学的相关理

论， 建立了不同路网拓扑结构 （无标度、 小世界、

随机网） 与交通流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分析了不

同路网拓扑结构的交通承载能力。

在具有不同拓扑结构 （无标度、 小世界和随机网络） 特性的底层网络上进行用户均衡配流。 通

过定义阻塞程度， 以反映交通系统的总体拥挤程度， 表示如下： Ｊ ＝
ＴＧ

ＴＥ
其中， ＴＥ 为网络的总路段数，

ＴＧ 为网络中阻塞的路段数。

主要结果如左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在流量较小时更容易发生阻塞；

当流量较大时， 随机网络更容易产生阻塞。 由于无标度网络对应的阻塞因子较小。 通过分析三种路

网拓扑结构的交通承载能力， 发现具有无标度网络结构特征的路网拓扑可以承载更大的交通流量。

因此对于大城市交通系统而言， 这种网络拓扑较其它两种结构可以承载更大的交通流量。 该成果发

表之后在国际上引出了一系列后续的相关研究。

７ 基于换道行为的双车道交通流动力学模型。 ［相关论文： Ｔａｎｇ Ｔ． Ｑ．， Ｈｕａｎｇ Ｈ． Ｊ． ａｎｄ Ｇａｏ Ｚ．

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Ｅ７２： ０６６１２４， ２００５］

道路交通流是网络交通流在各条道路上加载结果的具体体现。 为了更为深入地研究路网交通流

的特性， 项目组还对道路交通流的建模与非线性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道路交通流理论模型中，

单车道交通流动力学模型已经比较成熟， 而建立包含换道行为的双车道交通流动力学模型则是一个

难点。 项目组通过引入侧边效应因子在国际上成功地给出包含换道行为的双车道交通流动力学模型，

并推导了模型的稳定性条件。 通过线性和非线性稳定性分析将交通流划分为稳定、 亚稳定、 不稳定

三个区域。 发现： 合理换道行为可以显著提高交通流的稳定性； 频繁换道行为 （我国城市中的普遍

现象） 产生相变和振荡波， 破坏稳定性。

新的动力学模型：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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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条件：

β１ ＝ １ ５β２＋２λ１
３Ｖ１ （ｈ）

＞τ１

图： 扰动的传播及消散过程

三、 第三方评价

本项目共发表 ＳＣＩ检索的国际期刊论文 ９７篇， 其中有 ３１篇文章发表在国际交通科学与技术领域

排名第一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 Ｂ上， 截止到 ２０１１年 ２月份， 文章被他引 ２４８３次， 其中 ＳＣＩ

他引 １１１７次， 与国际同类研究相比， 整体上处于领先水平。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伦敦大学学院 Ａｌｌｓｏｐ教授对本项目组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

在多方式运输系统的规划、 设计、 拥挤收费、 运营等方面建立严格的、 有条理的数学模型， 取得了

大量实质性的、 填补国际空白的创新成果。 这些成果对于 ２１ 世纪受制于交通拥挤的超大城市的经济

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所提出的模型为诸多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优化方法， 从而为交通系统

以及各子系统的设计与运营提供保障。 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与高度评价， 在

交通工程数学建模及应用方面达到最高水平， 成为本世纪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前沿做出的创新性

研究成果的杰出代表， 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在相关领域极具挑战性并且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

相关。”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ｍａｄｅ ａ ｗｈｏ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ｓ ａｎ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ｆｉｅｌ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

ａｌｌ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见附件）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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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程院院士、 普渡大学 Ｓｉｎｈａ教授对本项目组的研究成果做出如下评价： “该项目组在交通

规划与交通工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具有深远影响……， 在交通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顶级

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 这些论文对理论研究和交通实践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ａ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ｂｏ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 （见附件）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著名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主编 Ｗｉｒａｓｉｎｇｈｅ 教授曾对本项目

组的研究成果做出如下评价： “该项目组在城市网络交通流建模与分析、 道路交通流建模与稳定性分

析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相关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ｉｅｌｄｓ…” （见附件）

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 （ＩＮＦＯＲＭＳ） 会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Ｂｏｙｃｅ 教授在他发表的论文中

指出： 显然， 林兴强和黄海军首次提出了 ＯＤ 估计和路径选择的多车种组合模型。 “Ｌａｍ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ｌａ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ｏｕｔｅ

ｃｈｏｉｃｅ．” （见代表性引文 １）。 Ｂｏｙｃｅ 教授在论文中对比分析各种多车种组合模型时， 将林兴强和黄海

军的模型放在了第一位 （文中的表－１）。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蒙特利尔大学 Ｆｌｏｒｉａｎ教授等强调了林兴强和黄海军在多车种组合模型方

面的贡献， 并在其主持开发的交通软件 ＥＭＭＥ ／ ２中利用了此成果 （该软件目前已被 ５０ 多个国家 ６００

多个机构所采用）。 “Ｌａｍ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ｌａ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ｉ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ｓ⁃

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ｘ ｃｏｓ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

ｔｉ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Ｍ．，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Ｇｅｎｄｒｅａｕ 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ｔｔｅ Ｐ． （Ｅｄｓ）： １１９⁃１３３， ２００２； 蒙特利尔大学交通研

究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ｔ． ｕ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ａ ／ ｅｎ ／ ａｃｃｕｅｉｌ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ｓ． ｐｈｐ）

雅典国立技术大学的 Ｓｔａｔｈｏｐｏｕｌｏｓ教授等， 对 ４０多年来国际上交通网络设计问题 （ＮＤＰ） 的求解

算法进行了系统总结。 文中将高自友等提出的支撑函数法列为是当今国际上求解离散交通网络设计

问题 （Ｄ－ＮＤＰ） 的四个有效算法之一 （其他 ３种均为国际上著名的经典算法： 分支定界法， 拉格朗

日松弛法， 对偶下降法）。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Ｄ－ＮＤＰ ｉｓ ＮＰ ｈａｒ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ｆｏ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Ｄ⁃

ＮＤＰ． Ｓｕ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ｂｏｕ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ａｌ ａｓｃ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６］ ” （见代表性引文 ２）

国际著名学者、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Ｒａｎ Ｂｉｎ教授等肯定了黄海军和林兴强在城市交通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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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动态均衡配流模型建立与求解方面的贡献， ８ 次引用黄海军和林兴强 （２００２）。 国际著名学者、

伦敦大学 Ｈｅｙｄｅｃｋｅｒ 教授在其论文中评价 “Ｌａｍ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ｉｐ

ｃｈａｉｎ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ｇｅｓｔ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ｍ （２００２）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ｏｕ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ｑｕｅｕｅｓ．” （见代表性引文 ３和 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Ｂ顾问编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副主编、 利兹大学Ｗａｔｌｉｎｇ

教授等充分肯定了高自友等在建立公交车最优发车频率模型方面的重要贡献。 Ｗａｔｌｉｎｇ 等提出的模型

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推广 （在文中引用了两篇项目组的论文）。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ＤＰ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ＤＵ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ａｎｄ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见代表性引文 ５）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副主编、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主编、 宾州大

学 Ｆｒｉｅｓｚ教授等在其文中评价： 杨海和黄海军等的研究工作是国际上少数几个提出弹性需求条件下网

络设计优化模型的研究工作之一。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ｌｌ （１９９８）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ｌｌ （１９９８） 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ｗ

ｔｏ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ｅｍｐｌｏｙ 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Ｆｒｉｅｓｚ Ｔ． Ｌ．，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Ｂ ３５： ５－２１， ２００１）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Ｂ副主编、 英国帝国理工的 Ｂｅｌｌ 教授等在其文中详细介绍了高自友

等人的工作， 肯定了高自友等在建立基于交通备用能力和信号控制的交通网络设计组合优化模型方

面的工作。 “Ｚｉｙｏｕ ａｎｄ Ｙｉｆａｎ （２００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ｃｈｉｅｖａｂｌｅ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ｓ． Ａ ｂｉ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见代表性引文 ６）

国际著名学者、 斯坦福大学 Ｇ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ｍ 教授指出 “杨海和黄海军建立了一般结构网络中的最优

拥挤收费模型”。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８） ｓｅｔ ｕｐ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ｔｏｌｌ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ｌｉｎｋ 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ｇｅｓｔ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见代表性引文 ７）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ＩＮＦＯＲＭＳ 会士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Ｌａｐｏｒｔｅ 教授和麻省理工大学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Ｂａｒｎｈａｒｔ 教授

将林兴强和高自友等的两项成果写入到著名的交通手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 ［１］ Ｌａｍ Ｗ． Ｈ． Ｋ．， Ｇａｏ Ｚ． Ｙ．， Ｃｈａｎ Ｋ． Ｓ．，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Ｂ ３３ （５）： ３５１－３６８， １９９９． ［２］ Ｌａｍ Ｗ． Ｈ． Ｋ．， Ｚｈｏｕ Ｊ．， Ｓｈｅｎｇ Ｚ． Ｈ．，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Ｂ ３６： ９１９－９３８， ２００２）

国际著名学者、 印度理工学院 Ｇｕｐｔｅ教授等肯定了高自友等在城市交通网络承载能力方面的研究

工作。 “Ｉｎ ｒｅ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ｎｇｅｓ⁃

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ｃｃｕｒ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ｐｏｌ⁃

ｏｇｙ ［２８⁃３２］ ” （见代表性引文 ８）

美国物理学会院士、 美国亚历桑那州立大学 Ｌａｉ 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教授等肯定了高自友等研究内容的

·５３４·

２０１４ “ 城市交通问题” 钱学森城市学金奖、 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



前沿性与重要性， 引起了他们后续相关研究， 成为国内少有被其引用过的文章之一。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１１］ ” （Ｌａｉ Ｙ． Ｃ．，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 Ｅ ７６： ０３６１１８， ２００８）

国际著名学者、 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 Ｈｅｌｂｉｎｇ教授肯定了高自友等在交通网络拥堵传播所

产生的级联失效方面的创新性工作。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１２］．” （Ｈｅｌｂｉｎｇ 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Ｂ ７０： ２２９－２４１，

２００９）

杨海在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Ｂ上发表的论文被评为该顶尖期刊自创刊以来 ３０ 篇经典论文

之一。 （Ｙａｎｇ Ｈ．， ａｎｄ Ｙａｇａｒ 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Ｂ ２８： ４６３－４８６， １９９４）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对项目组的实证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以取得的理论成果为基础，

选取北京市的典型交通区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 项目组提出了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实施交通组织

优化、 调整优化信号、 完善局部基础设施等多项改善交通系统运行的措施。 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交通

的组织与优化的实证研究中， 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显示出理论成果指导交通实践的重要意义和

应用价值。” （见附件）

四、 ８篇代表性论文

１ Ｌａｍ Ｗ． Ｈ． Ｋ． （林兴强）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Ｈ． Ｊ． （黄海军），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ｉ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ｕｓ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Ｂ， １９９２， ２６ （４）： ２７５⁃２８７．

２ Ｇａｏ Ｚ． Ｙ． （高自友）， Ｗｕ Ｊ． Ｊ． ａｎｄ Ｓｕｎ Ｈ． Ｊ．，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ｉ－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Ｂ， ２００５， ３９ （６）： ４７９⁃４９５

３ Ｈｕａｎｇ Ｈ． Ｊ． （黄海军） ａｎｄ Ｌａｍ Ｗ． Ｈ． Ｋ． （林兴强），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ｕｓｅｒ ｅ⁃

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ｒｏｕ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ｑｕｅｕｅｓ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Ｂ， ２００２， ３６ （３），： ２５３⁃２７３．

４ Ｇａｏ Ｚ． Ｙ． （高自友）， Ｓｕｎ Ｈ． Ｊ． ａｎｄ Ｓｈａｎ Ｌ． Ｌ．，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Ｂ， ２００４， ３８ （３）： ２３５⁃２５０．

５ Ｇａｏ， Ｚ． Ｙ． （高自友） ａｍｄ Ｓｏｎｇ， Ｙ． Ｆ．， Ａ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ｉｔｈ

ｕｓｅｒ－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ｒｏｕｔ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Ｂ， ２００２， ３６ （４）： ３１３⁃３２３．

６ Ｙａｎｇ Ｈ． （杨海）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Ｈ． Ｊ． （黄海军），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ｏｓ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ｗｏｒｋ

ｉ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Ａ， １９９８， ３２ （１）： ４５⁃５４．

７ Ｗｕ Ｊ． Ｊ．， Ｇａｏ Ｚ． Ｙ． （高自友）， Ｓｕｎ Ｈ． Ｊ．， Ｈｕａｎｇ Ｈ． Ｊ． （黄海军），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ｐｏｌ⁃

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６， ７４ （３）： ５６０⁃５６６．

８ Ｍａｏ Ｂ． Ｈ． （毛保华）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Ｈ． Ｂ．，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Ｊ］，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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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８ （４）： ３２３⁃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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